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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重庆市合川区七十

六岁的退休女教师蒋德君修炼法轮

功获得健康，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好

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

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蒋德君多次

遭受迫害，被关洗脑班两年多，被

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二次被中共

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年

半），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

狱回家后，养老金被停发，只 620

元最低生活费，当地派出所、社

区、街道每月都到家骚扰。 

下面是蒋德君老师诉述她的经

历： 

我是重庆市合川区法轮功学员

蒋德君，小学高级教师，现年七十

六岁。我原患有脑血管硬化、脑部

供血不足、低血压、心动过缓、肠

炎、胆囊炎、咽炎等多种疾病。我

吃了很多很多的药都不见好转。一

九九八年二月，经人介绍，我走入

了法轮大法修炼。经过认真学法炼

功，不久我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

而飞了，心态也变好了。我从心底

万分感激大法和师父给了我一个健

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我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迫害。二零零五

年初，由于我不愿放弃修炼真善

忍，不愿写所谓的不再炼法轮功的

“保证书”，邪党人员非法把我关

押在合川洗脑班，长达一年多之

久。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邪

党人员在我住的舍房里搜查到一本

《转法轮》，遂将我劫持到合川公

安局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之后合

川洗脑班解体，他们因为我还是不

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又把我劫持到

重庆市南岸区南山洗脑班，又是关

押迫害一年多，后来几月份回到家

我都记不清了。 

二零零八年，北京开奥运会，

当地邪党机构将凡是不愿写“不再

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的法轮功学员

都被非法劳教。我被非法劳教一年

六个月。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我在公

交车上发了两张真相光盘，遭绑

架，后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三

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刚入

监狱就遭洗脑迫害，那日子里，我

2019 年 5 月 16 日，世界各地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纽约曼哈
顿，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 27 周年。 

被关在一监区，由四个犯人包夹

监控进行洗脑，强制看诬蔑、诽

谤师父和大法的书和报刊等，强

迫每天写思想汇报，一直写到符

合他们的要求才能睡觉。然后就

强迫写罪恶的“五书”，即《保

证书》、《决心书》、《决裂

书》、《认罪书》、《揭批

书》。由于我坚决不写，包夹就

揪我的脖子，踩我的脚，不让我

睡觉。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写，

因警察和包夹都深知法轮功学员

非常尊敬师父，为了达到她们的

转化目的，就使出了最卑鄙的手

段，她们用纸画了许多师父的

像，贴在我睡的床上、床下地

上、被子上、墙壁上，还贴在我

的脸上、前胸和背上，这样我根

本无法走动，无法上床睡觉。最

后我违心地抄写了包夹写的“五

书”，监狱才减轻了对我的迫

害，把我分到四监区（老年监

区）做奴工——生产玩具。我于

二零一五年出狱回家。回家后我

立即写了严正声明，继续修炼大

法。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下

午，我去公安局找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头目杨成利讲真相、劝善，

劝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我还准

备了刘伯温的预言解说和小播放

器想叫他拿回家去听听。没想到

我进了公安局后，他伙同国保大

队警察段鹏和李阳把我骗到合川

看守所，段鹏拿出拘留证要我签

字。我立即说：“我没有罪过，

我是真正的好人，为什么要签

字？你们在执法犯法，纯属大骗

子，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段

鹏说：“不签就算了。”接着就

把我关进合川看守所。警察当晚

非法去我家抄家，把我的全部大

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复印

机、九千多元真相币全部抢走。 

二零一八年十月（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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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十八日，合川法院

为此非法开庭，判处我三年六

个月徒刑，并罚款一万元，是

从我的养老金存折扣去的。 

我再次被劫持到重庆女

监，在一监区“转化班”被强

迫洗脑四个多月，我坚决不转

化，不写“五书”。二零一九

年五月二十二日，狱方把我转

到二监区（生产监区），每天

白天做奴工，晚饭后就在监舍

外前门岗被强迫洗脑，直到深

夜十二点。因为我一直不愿写

“五书”，二零二零年三月十

八日，狱方不让我劳动了，整

天专门对我进行洗脑迫害，每

天从早上七点十分到晚上十二

点，强迫“转化”，逼写“五

书”，很多狱警都威胁我说：

你不写“五书”就是刑满了也

回不了自己的家，要关进“法

治班”继续洗脑。为了能回

家，不再去洗脑班，我违心地

照抄了包夹写好的“五书”，

并被迫于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

在“所谓揭批会”上读了照抄

的“揭批书”。那份痛苦的心

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从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狱方让

我恢复生产劳动，直到二零二

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冤狱期满回

家。 

回家后，中共邪党当局非

法停发我的养老金，只给我

620 元最低生活费，派出所的

住段片警、社区主任、街道小

组长每月都到我家骚扰，还非

要与我拍照。◇ 

责任今后你们是担不起的。”他们

没有着装，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许

克勤向他们说：“《宪法》36 条公

民有信仰的自由，公通字（2000）

39 号文中 14 种邪教中没有法轮

功。你们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

是天理，你们要选择美好的未

来。” 

他们问许克勤：“你的儿子在

哪里上班？孙子在哪里上学？戴先

明一天干些什么？有几套房子？孙

子谁接？”许克勤说：“你们问这

些干什么？戴先明没有做坏事，儿

子是打工的，孙子谁有空谁接。” 

有个人说，前次（指 7 月 1 日

那天，戴先明夫妇去重庆参加外侄

孙的婚礼），却乱说他们去重庆贴

资料，许克勤说：“你们不要乱

说，我们是去吃喜酒。”他们走的

时候，把录像仪放在身后，对着许

克勤。 

【明慧网】2022 年 1 月 5 日晚 8 点

多，重庆市永川区法轮功学员戴先

明被姓张的警察骗去萱花派出所，

是永川国保局何成钧几个人把戴先

明带走的。当晚，戴先明就被送进

永川区看守所了。 

第二天上午，戴先明的妻子许

克勤去永川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

见国保的何成钧，要何成钧的电

话，他们不给，说不能提供这信

息。 

10 点多钟，永川公安局的人给

许克勤打来点话，到家要见她。11

点 50 分公安局来了 3 人。许克勤便

问：“你们叫什么名字？我要记一
下。”有一人回答：“我姓
张。”他把另外两个人都回答姓
张。其中一个说：“你想上
网。”另一个手中拿着录音、录像

的仪器，许克勤说;“你们录音、录

像是违法的，你们要担责任的，这

■重庆南岸区法轮功学员汤建被电

话骚扰 

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派出所一个

姓赵的警察，在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3 日，两次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

员汤建，要求见面谈一谈。汤建只

在电话里与他谈了几句，表示每到

过节或开会，就来骚扰，属于违法

行为，拒绝见面。 

赵姓警察的电话：17783262657 

■重庆国保电话骚扰广东省揭

阳市盘东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 

2022 年 1 月 13 号，广东省揭

阳市盘东镇法轮大法学员王林童的

母亲，于早上 8 点左右，收到重庆

市国保的电话，询问王林童目前在

干什么？王林童电话是多少？为什

么老是打不通？是不是通过什么技

术屏蔽掉了？ 

据了解，法轮大法学员王林童

曾因 2019 年 8 月左右在重庆市酉

阳县麻旺镇发传单被恶意举报，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上午，被绑架到重

庆市酉阳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 26

天，后被其父亲取保候审出来，一

直被监视至今天。 

■重庆市江北区法轮功学员汤

显碧被骚扰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两点

过，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派出所警

察赵景伟（身着便衣）和郭家沱街

道的三个人（一女两男）逼着郭家

沱法轮功学员汤显碧的儿子（在郭

家沱街道上班）带他们到汤显碧家

中。街道其中一个男的私自拉开屋

里抽屉查看。警察和街道那女的就

先后和汤显碧说话，问是不是她去

贴的标语。还叫她不要炼了，并用

其儿子和孙女的前途威胁她。他们

呆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后来发现

家里的大法挂件不见了。 

法轮功何罪之有？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

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他们从未提出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